
“这里的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大家都努
力做好本职工作，克服很多不便因素，竭尽
所能为群众提供法律保障。”10 月 23 日，海
口秀英区法院西秀法庭庭长何声章告诉记
者，法庭成立至今 3 年，与以前相比，案件量
成倍增加，案件类型增多，今年截至 10 月 17
日，法庭共受理案件 1003 件，结案 740 件，结
案率 73.78%。法官人均收案 502 件，名列海
口秀英区法院第一。

西秀法庭目前仅有 3 间办公室，1 间法
庭，干警 11 人，其中法官 2 人。条件虽然简
陋，但干警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力促调解，化
解了一件件看似鸡毛蒜皮却与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的案件，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肯定，打造
出“小法庭有大服务”独具特色招牌。

成功调解270万元借贷纠纷

河南籍男子牛某与常某、常某善、常某
涛是老乡，2 年前，常某 3 人需要资金筹建儋
州某学校的经济适用房，遂向牛某借了 270
万元，并写下欠条承诺半年内偿还本金及
利息。但常某 3 人逾期 1 年未还款，牛某将
常某等 3 人及该学校诉至西秀法庭。

据了解，法庭调解期间，双方当事人就
偿还利息数额及还款时间意见不一，僵持
不下。法官 3 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当事人
分歧逐渐缩小。期间，被告在今年 6 月份分
3 次提交了调解方案。最终与原告就还款
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10月23日上午，承办法官何声章依法对
调解协议进行了审查确认，当场作出民事调解
书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常某等3人承诺于明年
6月底前分5次偿还牛某270万元及利息。

司法确认为调解加“安全锁”

去年 11 月 5 日，吴某雇佣石某运输石料
填海，在海口新海村南海明珠临时码头，因
工地工作人员张某调度不善，石某在载货甲
板上倒卸砂石料过程中，车辆失衡侧翻坠入

海中，造成车辆损坏、石某受伤。事故发生
后，吴某、张某和石某就赔偿数额产生纠纷。

今年8月3日，3人到西秀镇司法所申请
调解。司法所邀请西秀法庭法官柯婷婷到
场调解。柯婷婷向当事人释法说理，让吴某
明白作为雇佣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指出
张某调度有误存在过失，而石某作为成年人
未意识到在甲板上装卸货物存在危险也应
承担部分责任。三方认识到各自的责任后，
经调解，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吴某和张
某除了前期给付的医疗费外，再一次性赔
偿石某 22 万元，三方互不再追究其他责任。

此时，石某担心吴某和张某不按调解
协议履行债务，柯婷婷建议石某申请法庭
司法确认，并告知经司法确认的调解书与
判决书一样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就打
消了当事人担心对方反悔拒履行协议的顾
虑。随后，三名当事人申请对调解协议书
进行司法确认。对此，法官现场指导当事
人写好申请书，并依法对调解书进行审查，
当场作出司法确认裁定书向当事人送达。

借助网格员完成司法送达

“有的当地当事人认为，只要他不接受
法庭送达的文书，就可以不来打这场官司，
有意躲避司法送达。”何声章告诉记者，针
对“送达难”的问题，西秀法庭借助其辖区
内的网格员资源，开展法院法律文书送达
工作“网格化+司法送达”新模式，突破法律
文书送达瓶颈，成功解决一起民事案件送
达难问题，有效打击规避送达、妨碍诉讼、
逃避法律义务等不诚信行为。此举有效探
索出了一条解决人口大流动背景下的文书
送达难题新途径。

今年7月份，该庭受理的张某诉谢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立案后法庭多次电话联系被告
谢某到法庭领取材料，但其找借口百般推拖。
法庭干警到其家中，他却早出晚归刻意躲避，
多次送达无果。随后该庭委托当地人民陪审
员和网格所所长，借助他们熟悉当地情况的优
势，顺利地找到在虾塘打工棚内居住的谢某，

成功向其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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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何岸桦）三
亚警方 10 月 21 日查获两辆非法运输野生动
物货车，当场缴获 30 余筐野生动物。

10 月 21 日上午 8 时许，三亚市公安局凤
凰机场分局民警在辖区西卡点三环路段设
卡盘查。经对琼 ANR750、琼 BP3683 两辆小
厢式货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员神情异

常，并且车厢内不时传出动物鸣叫声。民警
当即要求驾驶员将两车所有仓门打开，并进
行检查。经查，两辆货车内共有装满动物的
30 余个笼子。

经询问，驾驶员无法提供有效的野生动
物运输证明及货物来源，其表示只负责将货
物运输至三亚市内。两名驾驶员的行为已

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民警立即联系三
亚市森林公安局前来处置。

经警方清点，车上共计查获花面狸 9 只、
赤麂 5 只、红冠水鸡 200 只。为了更好地保
护它们，民警联合森林公安局对该批野生动
物进行了野外放生。

目前，该案已移交三亚市森林公安局办

理。警方提醒：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
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违法行
为，将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警方也呼
吁市民在生活中如果看到有收购、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违法行为，应积
极向公安机关举报，共同做好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

本报讯（记者肖倩 张英 杨希强）10 月
22 日晚，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龙
华警方联合刑警支队、出入境管理支队等增
援力量，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

当晚 9 时 20 分许，在山高村关圣庙附
近，海口城西派出所山高村辖区民警李本聪
带着执勤组对一家群租楼二楼的茶艺馆进
行检查。经检查，该茶艺馆存在安全出口被
堵，消防应急灯插座损坏等消防安全隐患，
且没有消防安全许可证，民警当即要求暂停
营业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在另一栋群租楼一楼检查后，海口市龙华
区消防大队参谋苏艺告诉记者：“这栋楼虽然
配备了点式报警器、喷淋系统、灭火器等消防
设备，但还是存在几个安全隐患，需要进行整
改。”随后，派出所民警与这栋楼物业管理人员
签订《治安（消防）管理责任书》要求立即整改。

22 时 20 分许，民警在城西路设卡检查，

一男子驾驶无牌电动车被执勤民警拦下。
除要求驾驶人出示相关证件外，民警还对电
动车后备厢进行仔细检查。“查看有没有携
带违禁物品，或者管制刀具。”龙华公安分局
巡控大队中队长万百余告诉记者。

“此次行动主要检查出租屋、工地、网
吧等人口密集场所和各储存、销售易制燃
制爆货物单位。重点对涉毒人员、身份不
明人员等进行检查。”城西派出所所长符文
干介绍，统一清查行动从 22 日 20 时 30 分开
始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2 时结束。

据悉，此次行动，龙华警方共出动警力
289 名，警车 42 辆，设置路面治安卡扣 10 处，
共检查歌舞厅、游戏厅等重点场所 386 处，发
现和整改安全隐患近 300 处，检查各类可疑
人员 1000 余人，破获刑事案件 2 起，查处治
安案件 2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6 人。此
外，成功劝导 2 名网上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帮一对夫妇
找到遗失手包
陵水铁警获游客赠送锦旗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见习记者许光
伟）10 月 22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车站派出
所收到一个从新疆阿克苏市寄来的包裹，
民警打开后看到一面写着“人民警察为人
民，失而复得暖人心”的锦旗。

今年 9 月 27 日下午，陵水车站派出所
里值班的教导员黄汉接到海口火车东站
派出所的通报，张先生夫妇报案称他们随
身携带的手包不见了，内有现金 13600 元，
包可能在候车厅里被坐同一趟动车的旅
客拿错了。此时，离该次动车进站只有 10
分钟不到的时间，黄汉立即安排民警在出
站口卡控，领着协警在动车到站后上车寻
找，最终找到拿错包的旅客。

当日傍晚，张先生夫妇到派出所领取
失物。经了解，他们都是新疆阿克苏市
人，刚好趁着“国庆、中秋”放假到海南来
旅游，因为怕取钱不方便，所以取了很多
的现金放在包里，结果没想到一不注意就
丢了。夫妇两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也
让 出 门 在 外 的 他 们 感 受 到 了 铁 警 的 温
暖。夫妇二人感谢民警的热心帮助，回家
后制作锦旗寄到派出所来。

东方市八所海事局突击
检查危险品船舶

要求加强巡查
依法作业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陈振凯 许
积刚）10 月 19 日至 23 日，东方市八所海事
局执法人员深入八所化工危险品码头，开
展危险品船舶检查。

执法人员对停靠在八所港危险品码
头作业的轮船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船
岸检查表》落实情况、夜间人员巡查值班
情况等。检查发现，个别船长对船舶公
司体系不熟悉。对此，检查组当场督促
船长加强对公司体系的了解。检查的同
时，八所海事局要求各船舶在作业期间
加强巡查检查，依法作业。

海口一小区业主
“圈”公共绿地种菜

城管部门：将与相关单位
协商解决

我省9月份查处违纪违规问题114起

121人受纪律处分
不干事不担事居首位

本报讯（记者肖倩）海南廉政微信公众号 10 月 20 日发
布消息，根据海南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
对 19 个市县、94 个省直单位、14 家省属国有企业和 9 所高
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和纠正“四风”情况进行
的统计，今年 9 月份，全省共查处相关违纪违规问题 114 起，
处理 212 人，给予纪律处分 121 人。

情况汇总表显示，今年 9 月，全省共查处违纪违规问题
114 起，处理 212 人，其中给予纪律处分 121 人，组织处理 1
人，诫勉谈话 90 人。从查处的违纪违规问题类型看，不干事
不担事居首位，共查处 63 案处理 128 人；其次是吃拿卡要拖，
共查处 13 案处理 13 人。从处理的违纪违规人员看，乡科级
以下公职人员居首位，共查处 62 案处理 126 人；其次是乡科
级公职人员，共查处 44 案处理 74 人。

情况汇总表显示，今年以来我省共查处违纪违规问题
756 起，处理 1153 人，其中给予纪律处分 681 人，组织处理 41
人，诫勉谈话 431 人。

与人结伙进入保护区
捕杀一级保护动物

一嫌犯潜逃1年多后被白沙森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杨金涛）10 月 20 日 18 时，白
沙黎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经过不懈追逃，抓获进入保护区捕
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犯罪嫌疑人。

去年 3 月，家住东方市大田镇的吉某邦、吉某永以及吉
某园等人商议到白沙邦溪镇的邦溪坡鹿自然保护区猎捕坡
鹿。3 月 15 日中午，吉某邦等人购买了钢丝绳结成圈套，翻
越铁丝网进入保护区，猎捕到一只雌性坡鹿并当场杀害。当
这伙人将坡鹿肢解打包后准备带回停车点时，被保护区巡逻
员发现并报警。

该局出警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吉某邦，并当场查扣鹿
肉鹿血等，其余 4 人逃脱。

为了早日将在逃嫌疑人抓获归案，该局成立专案组，在
网上通缉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及活动场地进行布
控。同年 11 月 4 日凌晨，该局专案组民警在东方市公安局的
协助配合下，在东方市大田村将犯罪嫌疑人吉某永抓捕。

今年 10 月 20 日，该局办案民警获取在逃犯罪嫌疑人吉
某园线索后，在东方市公安局、东方市森林公安局的配合下，
在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将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吉某园抓
获。经审讯，吉某园对伙同他人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犯罪经过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吉某园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
步办理中。

抓到2名小偷
“动私刑”致人死亡
陵水一男子犯故意伤害罪获刑10年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邱甜 马润娇）陵水黎族
自治县一男子胡某金与村民共同殴打两名偷盗槟榔小偷致
死，近日，省一中院审理这宗故意伤害案，判处被告人胡某金
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2012 年 7 月 27 日，卓某拉、王某宁到陵水岭门农场老罗
岭山上偷盗槟榔，被村民发现并抓住。在老罗岭山上，胡某
金伙同几名村民（均已判刑）对卓某拉、王某宁持续殴打。期
间，被告人胡某金持木棍分别对卓、王二人肩部、腿部等处进
行殴打，后被赶到的公安民警制止。卓某拉、王某宁因伤势
过重当场死亡。

事发后胡某金仓皇出逃，今年 2 月 27 日，胡某金在陵水
火车站广场外被公安机关抓获。

省一中院审理认为，胡某金因被害人的偷盗行为，伙同
他人用木棍、拳脚共同伤害被害人身体，致二人死亡，后果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本案因被害人偷摘槟榔引
发，被害人负有一定责任，同时被害人的死亡是多名村民多
次殴打所致，对被告人胡某金量刑时，应根据其在本案中所
起的作用，认罪态度，并结合案发起因等情况，予以综合考
虑，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男子烧橡胶地引火灾
致他人受损

被判刑还要赔偿38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冯花 符月玲）姚某点火
清理橡胶树剩余物引发森林火灾致他人橡胶槟榔树被毁，随
后，姚某被林某等9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省一中院近日
维持一审判决，姚某赔偿林某等9人经济损失总计38万余元。

2016 年 5 月，姚某在国营某农场一坡地用打火机燃烧橡
胶采伐剩余物，但未彻底熄灭余火就离开现场。火势蔓延引
发森林火灾，过火面积 52.4 亩，其中受损森林 49 亩。这次森
林火灾烧及林某、唐某等 13 人已经开割橡胶共 621 株、尚未
开割橡胶共计 226 株、盛产期槟榔 343 株、白粉竹 9 大丛等。

2016 年 6 月，姚某因涉嫌犯失火罪被逮捕。8 月，姚某和
其儿子姚小某与林某等 11 人达成赔偿协议。姚小某随后给
付了部分赔偿款。2016 年 10 月，姚某因犯失火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此后，由于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
致意见，林某等 9 人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经济损失。该案在一
审审理中，林某等 9 人分别申请对其损失进行价值评估认
定。经鉴定，经济损失总额为 38 万余元。

一审法院判决姚某赔偿原告林某等 9 人经济损失总计
38 万余元。姚小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姚某与姚小某不服上诉至省一中院。省一中院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叶玉
华 罗凤灵）省二中院近日成功调解一起涉
案标的额 6000 万的企业借贷纠纷案，不仅减
轻了双方诉累，还化解了矛盾，取得良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了解，2016 年 12 月 20 日，儋州某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和儋州某冷
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冷冻公司），与儋州某
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业公司）签
订《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约定由渔业公司借
款给食品公司 5618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个

月，利息为借款本金的 6%，并约定冷冻公司
以其名下的一处土地和两套房产作担保且
承担连带责任。借款期满后，因食品公司未
按时还款，渔业公司遂诉至省二中院。

省二中院立案受理后，经合议庭审查认
为，各方当事人对借款的事实和利息约定
均无异议，仅是被告目前偿还困难。了解
案情后，合议庭在庭审中积极做各方当事
人的调解工作，分析利弊，平衡各方当事人
的利益。庭审结束后，多次与双方电话沟
通 ，引 导 双 方 给 出 符 合 情 理 的 调 解 方 案 。

随后，原被告双方提交了《调解协议书》，该
协议书根据庭审中达成的初步意见，明确
5618 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借款约定期限内的
利息 337.08 万元由被告食品公司分两笔偿
还，并减少违约金；被告冷冻公司自协议生
效之日起，将原告申请查封的土地及地上
的房产等附着物交给渔业公司使用、收益，
直至两被告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止。

省二中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
解协议》，当天制作了调解书，并退回近18万元
的诉讼费用，至此，案结事了，双方握手言和。

省二中院成功调解一宗标的6千万借贷纠纷案

当天制作调解书减轻诉累

三亚公安局民警设卡查获两辆非法运输货车

缴获200多只野生动物

海口秀英法院西秀法庭成立3年案件量翻倍，今年已受理案件1003件

打造“小法庭大服务”招牌
□本报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薛莹婕

海口龙华警方出动289名警力开展统一清查行动

一晚抓获6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1010月月2323日日，，海口秀英法院西秀法庭成功调解一起海口秀英法院西秀法庭成功调解一起借贷纠纷案借贷纠纷案 记者陈超超 摄

执勤民警检查电动车车厢执勤民警检查电动车车厢 记者高凌 摄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海口市海甸六
东路塞维阳光小区的业主近日向本报反
映，该小区 12 栋 1 层业主私自将房屋周围
的公共绿地用铁栅栏封起来占为己有，严
重影响小区容貌和居民生活。

10 月 21 日下午，记者在该小区看到，
12 栋一层外围已经用铁栅栏圈起来了，业
主在房子后面圈起来的地上种蔬菜，房子
前面正晾晒衣物，房子一侧圈起来的地方
则放了石头桌椅。

小区物业管理处负责人陈先生称，早
在 2016 年 1 月份就给 12 栋一层业主下达

《违章整改通知书》，物业曾多次协商无
果，城管部门在当年 3 月份将违建强拆了，
没想到现在他们又将公共绿地圈起来。

12 栋一层业主胡先生则称，当时买房
子时开发商口头承诺给旁边这一片土地
给他使用。

当天下午 4 时 30 分许，海口美兰区城
管局海甸中队执法人员表示，去年确实曾
在此进行过强拆，针对目前业主又用铁栅
栏圈公共绿地一事，将会向上级部门反
映，并与相关单位协商解决。

房子后面的菜园房子后面的菜园 记者和婷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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